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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的話 
 

各位夥伴大家平安！很高興在 2020 年－2021 年擔任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

(CALISE)理事長一職，學會於 1992 年 5 月 30 日，在臺灣大學由一批熱心教育的學者，

召集人李德竹教授，以及王振鵠教授、朱則剛教授、沈寶環教授、吳明德教授、胡述兆教

授、胡歐蘭教授、高錦雪教授、張鼎鍾教授等推動下成立。自前任莊道明理事長手中接下

任務，以學會理事長身份活動，除了榮幸能為圖書資訊學領域服務之外，更深知肩負的責

任重大，備感沈重。  

本會宗旨在研究、發揚、促進圖書資訊學教育，初始任務為：研究與推廣圖書資訊學

教育；研討圖書資訊學學制與課程；促進圖書資訊學教育方法與經驗之交流；推動學用合

一及專才專用制度；增進圖書資訊學教育之國際合作。現今數位網路科技改變，圖書資訊

學門內涵不斷更新，數位轉型正在發生。本屆學會將使命訂為：藉由本學會圖書資訊學教

育平台，培養創新有競爭力的圖書館與資訊機構未來人才，代表圖書資訊學教育向國際發

聲。並訂定本學會價值為「平台、學習、創新、永續」，本學會願景係成為圖書資訊學教育

平台，以促進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提升卓越教學，首先服務我國圖書資訊學系所、教師、與

博士生，並擴及其他圖書資訊學生與圖書館資訊機構。  

本屆學會理監事陣容堅強，理事：曾元顯、歐陽崇榮、李正吉、邱子恒、邱炯友、吳

美美、黃元鶴、宋慧筠、王梅玲。監事：宋雪芳、陳昭珍、柯皓仁。2020 年新冠肺炎影響

全球化發展，但本學會藉由線上會議與論壇，今年完成了多項重要活動與任務，包含：陳

雪華教授學思行訪談、前瞻人才培育與教師社群經營論壇、傅爾布萊特學人經驗：禮遇．

友誼．熱情．學習 ~美國訪學經驗、「與博有約．國士無雙」沙龍、大學圖書館學術傳播數

位服務論壇，以及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 2020 學術研討會。  

我們正站在數位轉型的關鍵點，圖書資訊學領域正在轉變與擴疆，更需要與各位夥伴

共同努力，實踐本學會的使命，培養具創新與競爭力的未來圖書資訊學人才，發揮「平台、

學習、創新、永續」的價值。 

王梅玲 

2020 年 12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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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報導 
 

傅爾布萊特學人經驗：禮遇．友誼．熱情．學習~美國訪學經驗分享 

2020年 09月 02日本會舉辦「傅爾布萊特學人經驗：禮遇．友誼．熱情．學習 ~美國

訪學經驗」分享，由吳美美教授主持，邀請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元鶴教授分享，於 9

月 2日在 Google Meet 線上會場及師範大學圖書館八樓會議室實體參與。邀請黃元鶴教授

主講，吳美美、王梅玲、歐陽崇榮等教師自由選擇線上參與或親臨實體會場與會。

 
 

黃元鶴教授於 2019年至美國從事研究半年，將半年來對美國

圖書館界的見聞分享給圖書資訊領域學者知悉，分享內容包括資

深學者傅爾布萊特研究獎助金介紹，簽證及短期居留處辦理過

程。與 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、

Simmons University、Harvard University、Boston University

參訪交流過程，透過訪談學術圖書館的館員，瞭解現在學術圖書

館的國際趨勢，也在各學校進行演講，與當地研究者進行學術交

流。 

 

 

此外，老師也利用時間在各校旁聽課程、參加 Book Festival 

in Boston、各大學圖書館參觀等活動。內容精彩豐富，吸引現場

及線上共計 26位圖書資訊學教師及助理參與。 

 

◥吳美美教授主持 

▲黃元鶴教授主講 

▲莊道明教授線上分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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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與博有約．國士無雙」博士生沙龍 

LIS教育是建構 LIS的未來，博士生是 LIS未來的希望火苗。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

9月 13日舉辦「與博有約．國士無雙」博士生沙龍。台大，政大，台師大 22位圖書資訊學

博士，七所圖書資訊學系所系所主任、教師共聚一堂。 

 
 

 

師長們分享成功經驗。林信成老師幽默

叮嚀不但寫論文也要發展其他專長。宋慧筠所

長分享她在英國博士學習，作研究兼發展國際

人脈。董蕙茹談新手教師經驗。林奇秀主任、

邱炯友所長、曾元顯所長分享博士班課業修習

建議，與圖资系所徵聘教師要求及程序。 

 

 

博士生啼聲初試。曾苓莉、黄建智博士生分享科技部博

士侯選人論文申請補助經驗。博士生提問了：如何跨校選

課？如何在圖資系所兼課？如何準備申請教職？土博士與洋

博士競爭教職時系所主主任如何想？這個下午，博士生們熱

情而專注聆聽，他們是否感受到圖資系所深切的期望，是否

也覺察到 LIS正站在變革與擴疆的新局？ 

 

  

▲系所主任與博士生共聚一堂 

▲宋慧筠所長、邱炯友所長及林奇秀主任分享修習建議 

▲曾苓莉博士生分享申請補助經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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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圖書館學術傳播與數位服務線上論壇 

2020年10月23日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元鶴教授邀

請哈佛醫學院圖書館副主任Scott Lapinski，分享「大學圖

書館學術傳播數位服務論壇」議題，由會員發展委員會主任

委員邱子恒教授與談，舉辦跨國線上論壇，共吸引線上54人

參與。 

哈佛醫學院圖書館的服務宗旨為幫助培育及支援健康

與生物科學領域教育、研究、獎學金以及專業成長，利用學

術性的資訊與知識，包含過去的歷史紀錄，以促進新知識的

啟發與發展。其內部一共分為(1)研究指導組，建立以證照為

基礎的教育和支援研究計畫的合作；(2)出版與資訊服務組，

包括數位資源的管理、建立與管理易上手的檢索工具和辦理

資源利用工作坊；(3)醫學歷史中心，整合與醫學相關的特殊

館藏、檔案和博物館資源，提供讀者多樣化的服務支援。 

在近幾年「Open Science」一詞盛行，指標中強調醫學

資訊開放需具備的條件，以及其不僅是為圖書館的服務，而是資訊共享後可以為社會帶來

的優勢，致使哈佛醫學院圖書館決定著手推動。 

哈佛醫學院圖書館透過 

(1)每週舉辦相關講座，提供學校師生參與； 

(2)制定了自己的公開取用政策； 

(3)提供線上取用的平台(DASH)使使用者可以取用哈佛師生公開的學術作品； 

(4)數位資料庫使用教學，包含medRxiv及bioRxiv的使用方法； 

(5)期刊選擇講座； 

(6)引文工具使用教學，如EndNote、Web of Science Group等工具使用教學； 

(7)著者資料登記，引導使用者如何在ORCID註冊自己的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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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

2020年11月27-28日舉辦「2020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」，活動集結《圖

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2020計畫》撰稿者公開發表其撰寫著作，由曾元顯、林奇秀、宋慧

筠、邱炯友與朱啟華教授主持，曾宇葳、林瑺慧博士生擔任司儀，邀請台灣30位圖書資訊學

領域教師分享31篇學術論文，及其專業領域知識的歷史回顧及前瞻趨勢，各分場於報告後

開放與會者提問與互動。該論壇共吸引共161位圖書館館長、館員、圖書資訊學界教師及研

究生報名，實到136人次，報名十分踴躍。會後並舉辦本屆第二次會員大會。 

 

 

 

 

▲▼各場次報告分享及與會盛況 

▼場外廠商進行策展 (由左至右:凌網、飛資得、漢珍、碩睿、智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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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頒發 109年度優秀研究生獎學金 

109 年度優秀研究生獎學金得獎名單 

單位 年級 得獎人 

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碩二 石謙慧 

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碩二 林晏而 

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碩二 張奕萱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碩二 陳宣妤 

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碩二 陳思潔 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碩二 陳家薇 

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碩三 廖于萱 

(依得獎者姓氏筆劃排列)  

 

 

 

 
▲二天活動順利圓滿，期待明年再相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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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務報導 

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延期至 2022 年舉辦 

  本學會與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共同主辦的「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」，考量到

新型冠狀病毒（COVID-19）疫情尚未明朗，將延遲至 2022 年舉辦。  

2021 年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年會 

會議名稱：前瞻人才與未來教育研討會暨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年會(暫訂) 

會議主題：暫訂為『前瞻人才與未來教育』，將邀請相關領域專家演講，並含資訊組織

IO 前瞻課程教學社群、<<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與前瞻 2.0>>新書發表與圖

書資訊學教育白皮書論壇等。 

會議時間：2021 年 11 月 19 日(五)全日 

會議地點：國家圖書館簡報室 

報名日期：十月上旬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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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我們 
 

 

•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calisetaiwan/

粉絲專頁

•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698705643473540/

加入社團

• http://www.calise.org.tw

官方網站

• http://www.calise.org.tw/member/member.htm

加入會員

•郵政劃撥帳號：16515191

•戶名：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

會費繳交

•會址：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百年樓4樓

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

•電話：(02)29393091 Ext.62952

•傳真：(02)29384704

• Email：calise14th@gmail.com

聯絡我們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calisetaiwan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698705643473540/
http://www.calise.org.tw/member/member.htm
http://www.calise.org.tw/member/member.htm

